
 

 

2017 亚太生技投资论坛 会议摘要报导 

 

2017 亚太生技投资论坛今年为第四届举办，已在 12/6 于台北 W Hotel 圆满落幕。本

次论坛包含三大主轴 : 1. 趋势专题演讲与座谈 2. 上市/非上市企业发表 3. 企业/创投媒合；共

举办 4 场专题演讲，2 场座谈会及 11 场企业发表，并促成了 24 家企业与创投商务对谈媒合共

45 场；成功吸引来自各领域来宾共 568 位；生技领域包括制药、医疗器材及健康服务领域参

与人数在 200 人以上，包括 70 多家公司制药企业、20 多家医材企业、15 家医疗健康服务企业；

金融与创投参与者近 200 人，分别来自 95 家金融投资企业；学研及政府机构参加人数为 50 多

人，共来自 40 个单位；其他产业的代表也将近 100 人参与。 

 
 

568 位来自各领域的与会来宾，以金融含

创投估 34%为最大比例，其次制药产业占

比为 28%；政府机构如行政院、经济部、

工研院、中研院、国卫院、证交所、柜买

中心等估有 8%；其他产业则包括会计师

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精密工业、农业科

技、海洋科技及工业材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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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剪影 
致词贵宾 : 卫服部 

陈时中 部长 

致词贵宾 : 金管会 

郑贞茂 副主委 

致词贵宾 : J.P. Morgan 

钱国维  

亚太区副主席暨台湾区总裁 



 

 

 

2017 年亚太生技投资论坛由钻石生技投资主

办，生策会协办，今年邀请中国医药创新促进

会及香港生物科技医药创新协会作为支持单

位， J.P. Morgan 也首度来台分享生技产业趋

势及国际资本运作经验。 

专题演讲及座谈邀请台湾、中国大陆、香港及

美国共 29 位贵宾参与。 

  

 

 

 

 

 

 

 

 

 

 

 

 

 

 

 

 

 

 

 

开幕合影 : 左起: J.P. Morgan 亚太区副主席暨台湾区总裁 钱国维，香港生物科技医药创新协会 创会会长 卢毓琳， 中国

医药创新促进会 执行会长 宋瑞霖，钻石生技投资 董事长 路孔明，卫服部 部长 陈时中，金管会 副主委 郑贞茂，钻石

生技投资 副董事长 李祖德，生策会 执行长 吴明发 

专题演讲 : 全球生技资本市场趋势 

J.P. Morgan 全球健康领域执行董事 John Whittaker 

专题演讲 : 亚太地区生技产业趋势 

J.P. Morgan 亚太区医疗保健投资银行部 

联席主管执行董事 吴军 

座谈会一 : 全球观点看台湾生技产业投资机会 

左起: 钻石生技投资 副总裁 黄彦臻，J.P. Morgan 亚太区医疗保健投资银行部 联席主管执行董事 吴军， 

科技部 次长 苏芳庆，钻石生技投资 副董事长 李祖德，证期局 副局长 张振山， 

Johnson & Johnson 亚太创新中心 资深总监 夏明德，富邦金控创投 总经理 林昀谷 



 

 

上午场座谈会<全球观点看台湾生技产业投资机会>，与谈人来自资本市场、投资金控、

国际大药厂与政府监管单位。由技术、市场、资金、产业环境等各面向讨论台湾生技产业投

资机会。座谈主持人-钻石生技投资副董事长 李祖德，抛出台湾应更开放大型寿险基金投入

生物科技投资的议题，证期局副局长 张振山则响应将研拟相关执行面规划，并藉由上市条件

多元化、鼓励大型基金投资、加强公司治理蓝图以及积极招商来打造台湾生技产业聚落并吸

引国外企业来台落地。科技部次长 苏芳庆指出台湾已有 2-300 个新药在做临床试验、未来

与台湾优势产业结合的 Health IT 、AI medicine、以及 Medtech 的硬件实力，都是机会与

方向；摩根大通 (J.P. Morgan) 亚太区医疗保健投资银行部联席主管执行董事吴军则表示台

湾具备开放型资本市场，有基础及实力吸引到更多好公司，除 IPO 路径之外，应加强国际间

的并购与合作；美国琼森集团 (Johnson & Johnson) 亚太创新中心总监 夏明德 带来目前

大陆生技产业 VIC Plus 的商业模式，结合 Venture, IP, CRO 及外在资源，快速增大市场价值； 

富邦金控创投总经理林昀谷表示仍将由金控体系积极投入医疗健康投资。钻石生技投资副总

裁黄彦臻则分享钻石生技的国际成功投资案例，与未来的投资方向。 

 

  

 

 

 

 

 

 

 

 

 

 

专题演讲 : 台湾生技政策与产业机会 

卫福部食药署署长 吴秀梅 

专题演讲 : 大陆医药创新政策改革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 执行会长 宋瑞霖 

座谈会二 : 两岸三地生技发展趋势及合作契机 

左起: 钻石生技投资 董事长 路孔明，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 执行会长 宋瑞霖，中国工程院 院士 丁健， 

香港生物科技医药创新协会 创会会长 卢毓琳，杏辉制药 董事长 李志文，亚盛医药 董事长 杨大俊 

 



 

 

下午场座谈会<两岸三地生技发展趋势及合作机会>， 集结两岸三地的代表，由大陆市

场、香港资金、台湾技术与人才，讨论合作、进军国际的策略。座谈会主持人-香港生物科技

医药创新协会创会主席，卢毓琳指出香港的优点为资金容易进出、资本干净及透明、且资本

市场欢迎各国公司到香港挂牌； 钻石生技投资董事长 路孔明点出了目前台湾市场太小的困

境，就算有 13 个新药在台上市，但销售金额不超过一千万美金，造成医界、创投难再继续

支持生技新药，因此台湾必须要与大型药厂合作，眼光放在其他 99.6%的国际市场，尤其大

陆生技产业改革速度快，加上香港庞大的资金，应能结合台湾新药项目，共同开发国际市场；

中国工程院院士丁健则分享了大陆对生技产业创新的鼓励政策，将研发目标制订于一般大众

用得起且国际受瞩目的新药；杏辉制药董事长 李志文由 17 年前开始在大陆交易新药项目的

经验开头，认为两岸三地的合作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亚圣医药董事长 杨大俊说明大陆生技产

业目前正处于历史上最佳的战略位置，过去 20 多年在美的生技华人，如今都陆续回到大陆，

有了国际药厂的营运、研发经验及关键技术的基础，加上资金、政策、市场的支持，大陆生

技产业生态系将有长期、长远的创新发展。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 宋瑞霖点出大陆政

策改革的重点及产业开放的态度，认为两岸三地能做的不是只有单一项目，而是未来全面性

的合作发展。 

 

    

 

 

 

上市/非上市企业发表共邀请 11家大陆及台湾的新药及医材公司来进行企业发表分享最

近研发进展及营运策略。参与企业发表的公司有醣基生医、亚盛医药、合一生技、三鼎生技、

永生生技、原创生医、逸达生技、联合骨科、欣耀生医、贝达药业 (中国 A 股上市)、亚狮康 

(新加坡来台上柜)、及绿叶制药集团 (港股上市)。企业发表场次的听众九成以上来自金融业

与创投。媒合场次共促成 45 场商务对谈。 

 

企业发表 : 永生生技 

王嘉宗 董事长 

企业发表 : 醣基生医 

林南宏 执行副总 

企业发表 : 亚狮康 

Carl Firth 创办人兼执行长 

企业媒合场 


